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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至
本报记者 梦蝶
近日，在永嘉芙蓉古村占地三千多平方
米的田地里，各式彩灯装扮一新，灯影与古
村交织，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气氛。相距不远
的苍坡古村，也悄悄披上了流光溢彩的外
衣，暖黄、橘红的点点灯火，点缀得古村愈加
温婉典雅。
元宵观灯、猜谜、看戏是富有趣味的温州
传统习俗。日前，记者从各级文旅部门了解
到，
鉴于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为切实保障市
民及游客安全，
泽雅周岙挑灯节、洞头鱼灯巡
游、泰顺百家宴等元宵节庆活动，
今年都将暂
停举办。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线上文旅产品，
让市民游客感受元宵民俗的魅力。

线上线下共谱精彩

样历史悠久，每年元宵节前，乐清各村镇都
会举行盛大的首饰龙游行活动，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首饰龙制作工艺集木工、油
彩、纸扎、刻纸等工艺技法为一体，龙身上有
楼阁亭台，几百个形态各异的人偶在齿轮等
机关的驱动下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此外，苍南蒲城拔五更，云集了做道场、
出巡、闹花灯、抬高阁、拔五更、抢杠、讨红等
系列民俗，其中以十五元宵盛大而隆重的花
灯会和十六夜热闹欢庆的花炮场面为最。
而元宵节当天的泰顺百家宴，已从当地本家
聚餐年俗，逐渐演绎为“天下第一福宴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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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古村江南
“SONG”
村过大宋年。

佳节忆灯火
明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三，往年这个时
候，是瓯海泽雅周岙最热闹的时节，村民们
早早地把自家扎的灯笼陆续挑到街上集中，
浩浩荡荡围绕着周岙村庄游行至石马宫。
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现今已有 600 余年历
史，是一代代周岙人难以忘怀的春节印象。
除了传统走马灯、竹篾灯外，近年来，周岙还
推出了改良的无骨花灯。
相比于周岙花灯的精致，洞头鱼灯则更
崇尚天然。鱼灯款式很多，大多为海洋鱼形
灯，如黄鱼灯、虾姑灯、鲳鱼灯等。每逢鱼灯
巡游或鱼灯舞表演时，整个村庄宛如一座璀
璨的“水族馆”，鱼灯争奇斗胜，万人空巷，热
闹非凡。如今的鱼灯将纸糊改成布制，用
LED 灯取代传统灯烛、钢丝替代竹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首饰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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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从“吃
一顿”到“住一晚”
“ 一桌菜”到“一条线”
“一
天百家宴”
到
“天天百家宴”
的转化升级。

美图等形式，开创性打造线上云观灯、猜谜、
插花、戏曲等活动，通过微信、头条号、抖音
等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温州民俗与地
方人文底蕴。
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七，温州市瓯剧艺术
研究院每晚七点在南戏博物馆文化驿站，进
行 新 春 特 辑 演 出 ，线 上 直 播+线 下 演 出 同
步。一批新生代瓯剧演员，将呈现《珍珠塔》
《寇准背靴》等剧目，
让广大市民过足戏瘾。
元宵节当天，鹿城图书馆将通过微信公
众号，举办线上“庆元宵猜灯谜”活动。七都
瓯花文化驿站举办《花闹元宵》活动。洞头
区图书馆、洞头市民活动中心推出系列活
动，线上征集节日绘画、猜谜闹新春，表达对
节日的祝愿。此外，龙湾、乐清、永嘉、平阳
等地图书馆、文化馆、文化驿站等，均推出了
系列线上互动与线下民俗体验活动，为广大
群众打造了一场场云上节日盛宴。

线上也精彩

南戏博物馆里上演的瓯剧《珍珠塔》。
翁卿仑 摄

虽然全市大型灯会、节庆、市集基本取
消或延迟举办，但不少乡镇、游乐园、商业街
依然点亮了盏盏灯火，迎接元宵佳节。五马
街、公园路夜景璀璨，一排排红灯笼把节日
的气氛映衬得愈发浓郁；乐清白象、蒲岐等
地，龙档游街、首饰龙、抬阁迎元宵等活动依
然有声有色。此外，不少特色农庄、游乐园、
景区也安排了音乐时空隧道、许愿树、网红
长廊、互动光波鼓、3D 激光秀等新型亮化装
置，
融合声光电，
带来别开生面的光影体验。
为了适应新的变化与需要，今年很多元
宵活动走到了线上，各地通过直播、短视频、

本报记者 翁卿仑
2021 年，
辛丑年正月，
春天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
2 月 20 日，
温州气象台官宣正式入春。
春来，温州人少不了踏青赏花。好消息是，今年的花事，随着春天的脚步，也普遍比往
年提早了半个月左右。
近日，
记者就探访了两处已然颇具规模的花海。
预计接下来的 3 月份，温州还有大片的油菜花田、
桃花林、梨花林相继绽放。

入春
盛大花事已揭幕
李花谷，繁华满树。 翁卿仑 摄

雁楠逸园，
早樱成海
这个春节，
天气普遍较暖，
所以，
位于永
嘉县鹤盛镇下家岙村过路滩的雁楠逸园，
早
樱从正月初三就开始绽放了。眼下时节，
雁
楠逸园樱花园则是早樱遍开，据了解，赏花
人最多的一天达到近万人次。往年过了元
宵节才渐渐热闹的樱花园，
今年真正赶上了
春节的尾巴。
雁楠逸园园区共种植有 18000 棵樱花，
品种有染井吉野、红粉佳人、八重红垂枝樱、
阳光樱等，
早、中、晚樱皆备。如今开得正酣
的是早樱，预计 3 月中下旬，更盛大壮观的
染井吉野樱将开满山坡。

清江李花谷，李花如雪
随着天气变暖，今年春季，位于乐清市
清江镇江沿村的李花谷，
李花也于近日开启
了盛大的花事。
江沿村被誉为浙江省最美的李花赏花
基地，该村拥有 1200 多亩李花，种植历史可
上溯两三百年，每年李花绽放时，漫山遍野

雁楠逸园早樱盛
开。
翁卿仑 摄

如白雪覆盖。
上周六，
记者探访江沿村李花谷时，
村里
还有捣麻糍的民俗，
村民免费向游客赠送刚
出炉的麻糍。谷口，
则有荸荠、
清明团、
螺蛳、
青菜萝卜等当地特产小摊，
甚是热闹。

粉墨登场的其他花事
春天，当然也少不了油菜花。比如，近
日，在瓯海区泽雅镇李降垟村，约 60 亩的油
菜花田绽开花蕾，
已然马上要成花海。
预计下周末，
位于鹿城区藤桥镇枫林岙
村的温州市农科院种子种苗科技园里的两
百亩油菜花田，也要变成黄色的花的海洋
了。
喜欢桃花的朋友，
别忘了温州市区的景
山桃花园就有大片桃花，美丽的桃红，已经
初露端倪。
温州最有情调的桃花林，
则是位于雁荡
山风景区的上灵岩村桃花源基地。这里桃
花共计 200 亩，弯曲的盘山公路从桃花园中
穿过，桃花园背靠观音峰，一旁则是烟雾缭
绕的方洞景区。若是阴雨天到访这里，
便有
恍如仙境之感。

南浦溪
便捷交通惠及旅游业
本报讯 （苏爱冰 金林海） 今年是文泰高速
顺利开通的第一个春节，便捷的交通环境带来泰
顺南浦溪镇春节游客猛增。假日旅游接待创新
高，
长长的车流和人流，
把这个旅游小镇
“塞”
得满
满当当。
据初步统计，春节黄金周全镇共接待游客 3
万人次，南浦溪景区门票收入近 200 万元。因文
泰高速公路的顺利通车，
自驾散客成旅游主力军，
南浦溪镇成了温州及闽北地区自驾游的热门目的
地。春节期间南浦溪高速收费站车流量为 5.35 万
辆次，其中小客车 5.22 万辆次，主要以“浙、闽”等
地的车牌为主，
“家庭团、亲子游”
等中短途游成为
南浦溪暖冬里的一道风景。
“观看着人来人往，感受着热热闹闹，心里高
兴得很呐。”在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泰顺县南浦溪
镇库村村新艺客栈经营者夏进华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午晚饭高峰期间压根来不及喝口水、吃口
饭。长假期间，成批的游客让南浦溪景区及库村
古村落周边主要农家乐甚至出现一桌难求的情
况，餐饮上桌率、翻台率火爆激增。各种特产、小
吃等也深受游客们的追捧，带动受益农民 1000 余
人。

特早茶
平阳第一批春茶开采
本报讯 （爱冰） 近日，水头镇朝阳山茶园里
出现了忙碌的身影，今年第一批春茶开始采摘。
从今年“从大年初二开始，以本地乌牛早为主的
小部分茶叶已经可以采摘，我们公司主打产品
——平阳特早茶也将在 2 月 20 日左右进入采摘
期。除了公司的员工，与公司签约的 400 多户茶
农也将陆续开始采摘，产量最高时一天能采 1 万
余公斤，”茶园负责人、平阳黄汤非遗传承人钟维
标说道。
平阳黄汤茶博园位于平阳县水头镇朝阳社区
新联村，是 AA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新联村和天
韵茶园及其周边山体构成，
是平阳黄汤的发源地，
拥有天韵茶园、子久茶叶基地、古茶树遗址、新联
畲族村落等多个旅游资源点。现在游客到朝阳，
除了享受采茶的乐趣，还能感受到春日风光美
景。黄汤茶博园景区内建有游客中心、平阳黄汤
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民俗文化广场、平阳黄汤茶
餐厅、文化长廊及景区导向标志牌、骑行道、游步
道、观景台、停车场、茶乡民宿等景点和设施场所
建设。

来泽雅
泡网红温泉酒店
本报讯 （爱冰） 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
欣赏着眼前的竹林环绕，然后舒舒服服地泡在热
气缭绕的温泉中，
这才是惬意度假的打开模式，
瓯
海泽雅首个网红温泉酒店，源栖谷马鞍岩森林康
养基地，
就是这样的度假胜地。
该温泉酒店位于泽雅马鞍岩，海拔 568 米，占
地 1300 多亩，周边万亩竹海，千亩梯田。轻奢高
端的住宿条件十幢高奢隐居居山林与竹海间，区
别于都市的繁华与城镇的喧嚣。25 间风格迥异
客房，酒店房型分为雅趣品居、竹海隐居、无界上
居，
充满着自然的气息。其中，
竹海隐居和无界上
居，
均配有独立阳台。
源栖谷温泉价格优惠，推出亲子票、家庭票，
住客享受五折优惠。

温馨提示：
进入温泉池，
先从低温池开始泡，
以便让
身体慢慢适应。
泡温泉掌握好时间，由于温泉的水温多
在 38 至 42℃，略高于体温，所以浸泡时间不
宜超过 20 分钟。离池时，动作也要慢。先缓
缓站起，
等身体慢慢适应后，
再离开温泉。避
免空腹、吃太饱、酒后泡温泉，泡温泉与吃饭
时间应间隔一小时。女性生理期来时或前
后，怀孕期间，都最好不要泡温泉。泡温泉
后，
人体水分迅速蒸发，
要喝水补充。开车直
接导航地址到源栖谷马鞍岩森林康养酒店，
瓯海区泽雅镇胡坦村马鞍岩 2 号。

